Mo m B aby [ S pe c i a l R ep o rt ]

專題報導

產房直擊
生產過程全記錄

執行／洪郁鈞、林奕如
錄影＆剪接／賴韋戎
攝影／彭曉薇、林奕如、江建勳
協力單位／桃園敏盛醫院經國院區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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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待產室之
後，要做哪
些檢查？

為了寶寶，
即便需剖腹
產，媽媽也
不害怕。
子宮頸達10
公分寬時，
就要生了！

產 房 動 態 直 擊

生產實況全記錄
文／洪郁鈞•林奕如
採訪諮詢／桃園敏盛醫院婦產部生殖內分泌暨不孕症科主任江茂僑•禾馨新生婦幼診所副院長吳孟宗•新竹國軍醫院婦產科專科醫師曹健民（依文章出現順序排列）
部分圖片提供／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拍攝協力／桃園敏盛醫院經國院區•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演出／準媽媽劉紫媛&陳奇均

即將迎接新生命的到來，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但一想到充滿不安與苦痛的生產過程，
加上前輩媽媽各式各樣的經驗談，搞得人心惶惶！
本期特地製作了動態的生產直擊，帶你一窺產房的實際樣貌，
讓你在進產房之前充滿信心與勇氣，來迎接愛的寶貝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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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房設備

一般產房
新手媽媽對於產房都很陌生，一進入產房之後，
可能也不知道圍繞在身邊的儀器，具備哪些功能。
不妨在進入產房之前，先一窺產房究竟！
圖片提供／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樂得兒產房（LDR）
從待產室移動至產房時，可能會讓一些準媽媽感
到負擔，因此，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孕婦選擇在布
置溫馨的樂得兒產房分娩。樂得兒產房類似居家
生產的概念，不管是待產或生產，都只需要在同
一張床上完成，且樂得兒室同時具有新生兒護理
台與血壓計、胎心音監視器等儀器，除了設備齊
全之外，護理人員與家人都可以在一旁陪伴，給
予產婦安心的感覺。

1.手術燈

2.麻醉機器

3.腹腔鏡器械

生產過程中，手術燈可依需
要自行移動，才可方便醫師
與護理人員接生。

機器中有麻醉氣體，可以監
測準媽媽的呼吸狀況，但使
用率較低，除非是碰到緊急
狀況，來不及施打半身麻醉
才會用到，操作者為專業的
麻醉科醫師。

此儀器為婦科腹腔鏡手術所
需的鏡頭光源及螢幕。腹腔
鏡手術傷口小，且術後恢復
較快，剖腹產不會使用到此
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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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4.血壓計

5.新生兒護理台

6.產台

7.真空吸引裝置

8.醫療用品櫃

血壓計可隨時測量媽咪的心
跳與血壓，避免產婦血壓不
穩或是出現其他緊急狀況。
血壓計在待產室、產房與恢
復室都會用到，是使用率很
高的儀器。

媽咪分娩之後，護理人員會
把寶寶放在新生兒處理台
上，為寶寶進行臍帶護理、
擦拭胎脂與血液、吸出口鼻
分泌物等全身評估，且新生
兒護理台還具有保溫功能。

可供準媽媽進行生產，剖腹
產的孕婦須平躺，自然產孕
婦則將雙腳放在下半段的腳
架上，且最下方的平台會拆
掉，才方便醫師接生。

剖腹產時，此工具用於吸出
血液、羊水等分泌物，但如
果碰到自然產寶寶的頭部無
法順利娩出產道時，也可以
拿此工具吸出寶寶的頭部。

急救紗布與護理相關用品都
放在這個櫃子裡，方便醫師
和護理人員在生產過程中拿
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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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產

劉紫媛媽咪（39週）

產前須知
進入待產室之後，必須經過哪些檢查項目？何時又是催生的最佳時機？
這些都是許多新手準媽媽的疑問，一旦做好事前準備與了解，
才能避免在生產前夕發生兵荒馬亂的情形。

出現陣痛產兆之後，媽媽就到醫院待產
室，讓護理人員綁上胎心音監視器。

放置胎心音監測
不管是自然產或剖腹產媽咪，只要一進
入醫院的待產室，醫護人員都會為準媽媽
綁上腹部的胎心音監視器，一個感受器置
於胎心處，另一個則放置在子宮下方，以
測量宮縮頻率及強度，藉此觀察胎兒是否
趁媽媽在待產室檢查時，爸爸同時也將
住院手續辦理完成。

缺氧及胎盤功能有無異狀。桃園敏盛醫院
婦產部生殖內分泌暨不孕症科主任江茂僑
表示，這項事前準備對於醫師與準媽媽來
說都非常重要，可及時觀察胎兒的
生命徵兆，避免發生胎兒窘
迫的風險。

READY

胎心音監測器會不斷顯示胎兒心跳數
值，並將數值和曲線圖列印出來。

視情況催生即可
在預產期到來之前，醫師會請準媽媽抱
持順其自然的態度，等待產兆來臨；不
過，如果已過了40週的預產期，可能就
有催生的必要。從臨床經驗來看，有些
懷孕超過42週的準媽媽，會出現羊水變
少、胎盤鈣化等現象，若選擇繼續妊娠，
抽血之後，醫護人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
為媽咪內診，確認子宮頸開合程度。

胎兒不會繼續成長，反而會出現變小、皮
膚乾燥及體內脂肪減少等情形；此外，如
果準媽媽懷孕34週後，碰到血壓偏

愛的叮嚀
發生特別狀況且懷孕34週以
上的孕婦，醫師大多會建議
以催生取代安胎的做法，此
時胎兒發育已達到一定的成
熟度，會比繼續留在子宮內
還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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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前置胎盤或胎兒體重已逼近
4,000公克等情況，醫師就會建議
自然產的準媽媽提早催生，尤其是
懷孕34週以上已破水的孕婦，即不
安胎，催生才能避免造成絨毛膜羊
膜發炎及新生兒敗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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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產

劉紫媛媽咪（39週）

產房應對
在待產的時候，護理人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為孕婦進行內診，
藉此觀察子宮頸開合程度，當子宮頸達五指全開後，由護理人員協助推進產房，
並在數次的呼吸與用力後，幸福迎接寶寶的誕生。

待子宮頸全開之後，媽咪就會被送入產
房，醫師開始為媽咪的會陰部消毒。

視情況決定是否剃毛
近年來，不少醫療機構提倡「溫柔生
產」的做法，希望準媽媽能在最自然溫和
的狀態下，生下寶寶。江茂僑醫師指出，
不同的醫療院所，對於剃毛的要求也不盡
相同，以往是擔心準媽媽在用力分娩的時
護理人員在一旁教導媽咪如何施力、呼
吸，已經能清楚看見寶寶的頭部了！

候，同時會發生解便情形，可能會使傷口
或胎兒受到大腸桿菌感染，但這種情況其
實不多，所以從目前趨勢看來，的確越來
越少醫護人員會幫自然產的準媽媽
剃毛，就算為孕婦剃毛，也不
會全部剃掉。

LABOR

寶寶出生後，護理人員會為寶寶擦身
體、吸出口鼻分泌物。

何謂五指全開？
相信準媽媽都曾聽別人說：「生產前
必須看子宮頸口開幾指，開五指（10公
分）就代表要生了。」不過，江茂僑醫師
表示，每個醫護人員的手指寬度不一，有
的人手指寬2公分，有的人則是1.5公分，
所以開幾指只是一種很粗略的說法，較精
準的方式是用公分數來計算。在第一產程

胎兒娩出之後，胎盤等組織也會跟著慢
慢排出母體外。

當中，可分為潛伏期與活動期，從子宮
每3分鐘規則收縮起計算，子宮頸寬度小

愛的叮嚀
目前還是有醫療院所會為孕婦
浣腸，其用意也是擔心媽咪在
生產過程中，會不小心因為解
便而感染傷口，雖然有些媽咪
會覺得不舒服，但這麼做皆基
於衛生安全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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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3公分以下，就稱為潛伏期；3公分
以上到10公分全開為止，都屬於活動
期。待子宮頸全開且變薄，準媽媽就
會進入第二產程，開始用力，直到胎兒
娩出。待胎兒出生之後，還須等胎盤慢
慢娩出體外，生產過程才算告一段落，
這段時間則是第三產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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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產

劉紫媛媽咪（39週）

產後照護
生產之後，醫護人員還不敢徹底放鬆，這是因為產後的1∼2小時之內，
仍是重要的觀察時期，從子宮收縮、產道裂傷、胎盤殘留到凝血功能等各面向，
都會影響到媽咪的出血情形，若不注意，很有可能會引起嚴重的產後大出血！

江茂僑醫師細心且冷靜地為產婦縫合會
陰部傷口。

產後大出血的潛在原因
江茂僑醫師表示，造成媽咪發生產後大
出血的原因，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最常
見的「子宮收縮不佳」，在產後大出血的
案例中佔了七成，至於其他三種則是「產
道裂傷」、「胎盤殘留體內」、「凝血功
能不佳」，這三種原因各佔了10％，其
在一旁陪產的老公，此時也深刻感受到
身為人父的喜悅了！

中胎盤仍殘留於體內的產婦，通常都是在
產後一週才會出現症狀，但其他因素都能
在產後1～2小時內經由觀察而發現。

護理人員將寶寶抱到媽咪身上，讓母女
倆進行第一次親密接觸。

RECOVERY
產道裂傷分四種程度
江茂僑醫師指出，產道裂傷可分為四種
程度：
●第一度裂傷：為會陰部的黏膜或皮膚出
現擦傷，症狀輕微，甚至不需藉由手術就
能自然癒合。

出產房後，護理人員教導媽媽一些簡單
的按摩動作。

●第二度裂傷：會陰部的真皮層受傷，必
須進行縫合，自然產會陰切開都屬於第二
度裂傷。

愛的叮嚀
為避免忽略會陰裂傷程度，通常為產婦
縫合會陰及清出部分惡露之後，醫護人
員會用手指在肛門與直腸觸診查看。此
外，醫護人員會教導產婦如何按摩腹
部，幫助子宮收縮，也會讓媽咪在產台
親餵寶寶，進行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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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度裂傷：產婦肛門的括約肌出現撕
裂傷。
●第四度裂傷：傷口深及直腸黏膜。以手
術縫合之後，患者初期須避免解便，若癒
合不良或感染會導致「直腸陰道瘻管」，
糞便將經由陰道排出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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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產

陳奇均媽咪（39週）

產前準備
終於等到要跟寶寶見面的時刻，
280天的孕程在今天顯得格外緊張與興奮，
待醫護人員一切就緒，寶寶宏亮的哭聲即將為爸爸媽媽的人生新階段揭開序幕。

辦理報到手續後，媽咪準備更衣並接受
常規術前檢查。

剖腹產適應症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吳孟宗醫師表示，在
正常的情況下，醫師都會建議以自然產方
式做為娩出胎兒的優先選擇，然而，若於
產前即已診斷出孕媽咪屬胎位不正、前置
胎盤、骨盆狹小、子宮動過刀、阻塞性肌
瘤、多胞胎或是胎兒過大（大於4,000公
進入手術房後，媽咪須弓起背部讓護理
人員進行麻醉施打部位的消毒準備。

克）、子癇前症等高危險妊娠或生殖道
活動性疱疹等因素時，在實證醫學的考量
下，便會直接建議孕媽咪剖腹生產較為安
全。吳孟宗醫師也指出，臨床上，除了健
保適應症與媽媽本身的意願外，若原定要
自然生產的產婦在臨盆時出現產程遲滯或
胎兒窘迫等緊急狀況，為了胎兒的安全，
也必須立即改為剖腹生產來因應。

麻醉醫師在消毒完成後，施打麻醉藥
劑，等待藥劑發揮作用。

READY

剖腹產的時機
為了顧及胎兒器官的成熟與足
夠的體重，剖腹的時機一般會建議
在胎兒足月（37週以上）且預估體重

超過2,800公克後進行，通常會選擇於妊
娠40週前完成手術，而若於預定手術前
即出現產兆的孕媽咪，醫生經評估後若排
除需馬上開刀的急迫性，或非剖腹產適應
症則會詢問孕媽咪意願，看是否願意嘗試
自然產，否則即進行手術的安排與準備。
主治醫師於進手術室前進行手部消毒與
清潔。

愛的叮嚀
手術中為避免任何感染風險或意
外情況，不可佩帶飾品、隱型眼
鏡或活動假牙，此外，也應避免
化妝或塗擦指甲油。

防沾黏貼片
身體器官因手術時的切開處理，在器官
復原時組織間容易會有沾黏的情況發生，
為降低嚴重沾黏的風險，孕媽咪可於術前
告知醫生有意願於術中使用玻尿酸防沾黏
貼片（目前屬自費醫材），吳孟宗醫師表
示，根據統計，約可降低75％～85％的
沾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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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產

陳奇均媽咪（39週）

手術房應對
隨著麻醉藥劑發揮作用，手術房的氣氛顯得凝重而肅靜，
但當聽到寶寶的哭聲，心中的大石瞬間消失，術前原本感到害怕的手術過程，
在看到寶寶的那一刻，一切都變成芝麻小事了。

下刀位置
手術前進行手術器具的準備與確認。

待術前準備工作一切就緒，醫師會確認
下刀位置，約於下腹部、恥骨上方的位置，
橫向劃下約12～15公分的切口，依序切
開皮下脂肪、肌膜、腹肌、腹膜層、子宮肌
肉層與羊水腔，將胎兒與胎盤取出後，再
將各層組織一一縫補，吳孟宗醫師指出，
剖腹產的出血量約比自然產多出3 0 0 ～
500c.c.，但也因為手術時即會進行子宮內
醫師於確認下刀位置後劃下第一刀。

的清理，所以產後惡露也相對較少。

半身麻醉
除非是緊急狀況需施以全身
麻醉，否則剖腹生產時所進行
的麻醉，一般皆施以半身麻
醉，其中又可區分為
脊椎麻醉與脊椎
硬膜外麻醉。
仔細謹慎的劃開層層組織。

CESAREAN
脊椎麻醉
媽咪身體須側彎弓
起，讓麻醉醫師將麻
醉藥劑直接打入脊椎
硬膜內，作用時間
快，約5分鐘即可發揮
作用，手術後止痛藥
需另外給予。

劃開羊水腔，將胎兒抱出。

脊椎硬膜外麻醉
愛的叮嚀
術前媽咪可決定是否浣腸，浣腸
的好處在於當術後腸胃蠕動較
差，若出現便祕情況，又加上傷
口較大行動不便時，可避免忍痛
勉強排便的不舒服。

有別於脊椎麻醉，只將藥劑注射至硬脊
膜外腔，利用擴散作用，讓藥劑發揮效
用，需時約15～20分鐘，並於針頭外接
一導管，可隨時追加麻醉藥劑或做術後止
痛用，副作用如：頭痛、發抖、嘔吐等，
相對脊椎麻醉後的發生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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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產

陳奇均媽咪（39週）

產後照顧
在幾個小時內連續的心情起伏，媽咪開心之餘，
仍不免感到疲累，此時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與放鬆心情，
請媽媽們都要記得在此時為辛苦的自己感到驕傲。

剪掉臍帶的同時，護理人員同步清理新
生兒的口鼻與身體。

手術時間
剖腹生產的時間，一般於醫師下刀後
5～10分鐘內即會將胎兒取出，但若加上
術前的準備與術後傷口的層層縫補，過程
仍需時40～60分鐘，待手術結束，採脊
椎麻醉的媽媽於離開手術房後尚需平躺8
小時，以避免因脊椎麻醉可能造成的頭痛
狀況；而剖腹產後的第一次進食，可先

在預熱的產檯上進行新生兒常規護理。

於術後4～6小時先嘗試喝水或流質湯飲
後，採漸進增量的方式進行，並在腸胃開
始蠕動且排氣後能慢慢恢復正常飲食。

醫師清理子宮、取出胎盤後，隨即為媽
咪進行傷口的縫合。

RECOVERY
麻醉恢復室
為確保能掌握媽咪術後的恢復狀況，手
術結束後需於麻醉恢復室中靜待2小時，
吳孟宗醫師解釋，無論是麻醉或剖腹本身
都存有風險，藉由術後於麻醉恢復室中觀
察生命徵象，如：血氧濃度、呼吸心跳、
出血狀況、子宮收縮或血壓是否穩定等，
護理人員為寶寶測量出生重量並填寫出
生記錄與蓋上寶寶腳印。

除能在緊急狀況發生時迅速進行診斷，也
能及時進入手術房中立即處理。

愛的叮嚀

傷口癒合

產後立即哺餵母乳不但能促進親
子關係、讓剛出生的寶寶在媽媽
身邊感到安心，還能使乳汁儘早
分泌及幫助子宮收縮。

但完全癒合恢復則需3～6個月的時間，傷

術後的剖腹傷口乾燥結痂約需1～2週，
口復原期間建議媽咪不要提重物，若要進
行產後運動，也需緩和進行，以避免傷口
再受到拉扯而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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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

迎接寶寶
產房中第一次親密接觸，讓媽咪既感動又滿足，但寶寶怎麼看起來沒有想像中圓潤？
其實剛離開羊水的寶寶模樣也許不夠白白嫩嫩，
但別擔心，寶寶只是需要一些清理及適應，而這一切都會很快恢復正常。

阿帕嘉計分（Apgar score）
寶寶剛娩出時，護理人員即會於產檯上為寶寶做初次的簡
易評分，稱為阿帕嘉計分（Apgar score），透過評估新生兒
的心跳、呼吸、皮膚顏色、肌肉活動與對刺激的反應，來初
步觀察他的健康狀況，每項代表健康的生理徵象各給予0～2
的給分，總分數為10分，若得分在7分以上，表示寶寶健康
狀況良好，若得分偏低，則須採取適當的急救措施，該計分
無法用於評估新生兒日後的長期發展，但卻是新生兒剛從溫
暖的子宮離開到需自主呼吸的新環境時，判斷是否需進一步
檢查的快速篩檢法。

寶寶名牌
寶寶剛出生時，也許還沒取好
名字，此時醫院會在寶寶的腳
踝綁上寫有媽媽名字的名條，
以方便辨識不同的新生兒。

NEWBORN
寶寶的子宮外初體驗
離開充滿羊水的子宮，剛娩出的寶寶皮膚會顯得皺
皺的，雙手握拳且維持在子宮中的彎曲雙腳姿勢，皮膚
有時會出現因為經過產道擠壓而產生的輕微瘀青，身上也會
裹著少許的血水與保護寶寶皮膚的胎脂，覆蓋於皮膚的胎脂
在出生幾週後會逐漸消失，胎毛也會日漸掉落，皆無需過度
清理；此外，爸爸媽媽也會慢慢發現，因為新生兒角質層發
育尚不完全，寶寶出生後沒多久，皮膚會開始出現脫皮或掉
屑，此皆屬於新生兒正常的生理表現，只要於替寶寶洗澡時
任其自行脫落即可，爸爸媽媽無需過於擔心。

通風環境與適當溫度
剛出生的寶寶身體各器官都還在持續發育中，尤其此時皮膚對
於環境溫度的調節尚未發展成熟，皮下脂肪層也相較於成人更
薄，因此爸爸媽媽需時刻注意室溫是否恰當，以避免太冷或太
熱都可能造成寶寶體溫過低或輕微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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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房番外篇

自然產
產房中的經歷是媽媽一生中難忘的重要回憶，
也是媽媽與寶寶初次聯手合作的美麗經驗，
那麼產房中是否還有什麼需要媽媽特別留意的細節呢？

生產時的用力方式
當子宮頸全開，寶寶胎頭下降，媽咪們就會開始有想用力
的衝動，但許多媽媽常常太緊張而無法專心感覺身體的衝
動，此時建議媽咪依照身體的感覺來用力，採取短暫（5～6
秒）、多次的方式，並避免單次持續很久的憋氣，因為持續
太久的憋氣會影響送往子宮的輸血量，也會影響胎兒的攝氧
量；當寶寶的頭出現後，護理人員通常會建議媽媽停止過猛
的用力，取而代之的是慢慢施予力道讓寶寶的身體隨著最後
幾次收縮娩出，以保護會陰，避免讓過猛的力道讓內部組織
或會陰發生撕裂傷。

用力的姿勢
研究發現，最佳的用力姿勢為
採取半直立式或蹲姿，媽媽們
可於生產前與醫生討論，讓自
己以最好用力的方式分娩。

DELIVERY ROOM
正確呼吸
在產檯上時，有意識的讓自己在兩次宮縮間自然
呼吸，當宮縮開始時，慢慢用鼻子深吸一口氣，再慢
慢用嘴巴吐氣，吐氣時儘量深且長，配合腹部的用力進行，
當發現自己開始喘氣或呼吸急促時，請陪產的家人提醒你放
慢步調，越能放鬆的呼吸對產程的進行將越有幫助。

陰道分娩對寶寶的好處
生產過程除了讓媽媽感到辛苦，其實胎兒於分娩時也承受
了極大的壓力，許多媽媽也許會擔心寶寶的身心是否因此產
生不好的影響，然而，研究卻發現，當胎兒經過產道的擠壓
而娩出時，會刺激腎上腺分泌所謂的壓力荷爾蒙「苯多酚
胺」，此種荷爾蒙能幫助寶寶更快適應子宮外的生活，作用
不但包括能協助寶寶維持肺部的擴張，讓他順利呼吸，還能
增加他的免疫力並增加重要器官的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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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房番外篇

剖腹產
因為許多考量而必須採取剖腹產時，準媽媽們不免有所疑慮，
事實上，自然生產對寶寶雖然有許多好處，
但並不代表剖腹出生的寶寶就會比較不健康喔！

關於剖腹產寶寶
相較於陰道分娩的新生兒，剖腹生產出生的寶寶無需經過
產道的擠壓，頭型會比較漂亮，但許多媽媽仍擔心剖腹出生
對寶寶似乎比較不好，根據臨床上的觀察，以手術方式出生
的寶寶不一定會比自然產出生的寶寶不健康，且如果有剖腹
生產適應症之孕產婦，醫師一定會顧及產婦與胎兒的安全才
安排剖腹生產。加上現行的手術與麻醉技術已大幅提升，剖
腹生產手術相較以往已安全許多，如果媽媽在醫師診斷後，
無法避免剖腹生產，建議可隨時與醫師進行溝通，以取得雙
方對生產方式的一致共識，讓媽媽能安心待產。

DELIVERY ROOM
前胎剖腹
許多媽媽在經歷第一胎的剖腹產後，很遺憾第
二胎可能無法自然生產，其實早期因為剖腹手術是採
取垂直切開方式，因此若第二胎改為陰道分娩，比較容易有
子宮破裂的風險發生，但近年來，剖腹生產皆使用橫向切開
（又稱比基尼切口），此方法在日後分娩造成子宮破裂的機
率已降至0.2%，意即媽媽在嘗試分娩時，有99.8%的機會能
順利生產，且子宮破裂的潛在威脅可從電子胎兒監測器中偵
測，因此前胎剖腹、第二胎自然產可能產生的風險，實際上
比剖腹生產本身來的安全。

子宮破裂
子宮破裂並非如想像中呈現突然爆裂的狀態，而是指之前的剖
腹傷疤會逐漸的被扯開，造成大量出血；建議媽媽在決定前，
仍需詢問醫師的意見，若有強烈意願，不妨尋求支持剖腹後自
然產的醫師與醫療院所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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